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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0时至24时

新增22例本土阳性感染者

东疆“牵手”满帮集团

打造首个公路货运领域碳普惠平台

“装配”新动能“建筑”绿色城
——我市打造试点区“第13条产业链”促进建筑业转型升级

9月6日公仆接待日领导信息表

本报讯（记者 高立红）9月6日是全市公仆接待日，当天9
时至11时30分，全市43个单位的负责同志将在各自单位接
听热线电话，为市民解释相关政策、解答疑难问题。

单位

市政府
滨海新区政府
和平区政府
河北区政府
河西区政府
河东区政府
南开区政府
红桥区政府
东丽区政府
西青区政府
津南区政府
北辰区政府
武清区政府
宝坻区政府
静海区政府
宁河区政府
蓟州区政府
市发展改革委
市教委
市公安局
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
市人社局
市规划资源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市城市管理委
市交通运输委
市商务局

市文化和旅游局
市卫生健康委
市市场监管委
市国资委
市医保局
市电力公司
能源集团
公交集团
水务集团
市邮政公司
市消费者协会
天津移动通信公司
天津联通公司
中国电信天津公司

姓名

于鹏洲
尹晓峰
徐志强
王 荃
王 晨
商 伟
陈建江
张金丽
吴俊雅
陈力予
薛 彤
张炳柱
刘松林
孙文秀
张永涛
仵海燕
王桂山
孙虎军
徐广宇
苗宏伟
张宝甫
王春霞
李惠廷
张宏晖
陆文龙
吴秉军
张 捷
郑 平
何智能
李 茁
韩晓芬
苏德芬
张秉军
李培志
王迎秋
裴连军
曹 崧
李嘉铭
刘彦波
张 正
李安平
刘会彬
戴召武

职务

副秘书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主任
副主任
副局长
二级巡视员
二级巡视员
副局长
副局长
副局长
副主任
副主任
二级巡视员
副局长
副局长
副主任
副主任
一级巡视员
二级巡视员
副总经理
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秘书长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专线电话

23186001
65306666
23451009
26296556
23278824
24304608
27615935
86516054
84399735
27392579
88637632
26393019
82966000
29245767
22712345
59658918
29030199
23142822
83215292
23301101
23412769
23308022
27021100
23128966
87671507
23307363
23416512
24539362
58665566
83602600
23337627
23660219
83603039
83575927
84509883
96677
96196
23305538
27120791
24450315
60918811
27110000
58680000

全国首个信创安全服务平台

天津信创安全中心启动

■ 本报记者 胡萌伟

日前，记者来到位于静海区的中铁建
大桥局建筑装配科技公司装配式建筑生
产基地。正值生产高峰期，约6万平方米的
生产车间里，预制构件的生产紧锣密鼓。
车间外是5.69万平方米的成品堆场，各类
墙板、楼板整齐码放。
“现在整体行情是供大于求，但是口

碑好、实力强的企业不缺订单。”正如基地
总经理刘洋所说，眼下，他们的订单已经
排到明年年中，产品发往京津冀地区，以
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随着预制构件生产企业数量迅速增
长，产品价格变化趋稳，市场竞争态势也
初见端倪。去年起，一些企业开始出现经
营困难的迹象。反观中铁建大桥局建筑
装配科技公司，2020年开始投产，当年完成
产值1.6亿元；2021年完成产值2.4亿元；
2022年目标产值4.2亿元，截至目前已完成
60%以上。

这家津企是如何突破重围，实现良性
循环的？“研发创新是我们的看家本领。”
刘洋说。

在厂区北侧，公司职工宿舍将于10月
中旬开始主体结构施工。工程中将应用
自锁式连接装置的最新技术成果。
“传统的墙板安装好后需要二次灌

浆，雨天或气温低于5℃就无法施工。此
外，传统灌浆方式和师傅的手艺有关，是
否灌满主要凭借经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基于这些缺点，我们联合天津大学开
发了靠自重自锁的干式连接方式，现在已
经取得国家专利。”中铁建大桥局科技部
博士戴骁蒙说。

采用自锁式连接装置，真正让装配式
建筑实现了“搭积木”施工，墙板安装效率
提高50%以上，现场无需灌浆处理，减碳效
果也十分可观。同时，冬季施工的行业痛
点得到解决。费用方面，自锁连接方式和
传统灌浆方式相比，每平方米施工成本节
省50至150元，占综合成本的3%至5%。

眼下，天津南港120万吨/年乙烯及下游
高端新材料产业集群项目正在紧张施工。
“我们将为南港乙烯项目的立体仓库生产并
安装柱子。”刘洋介绍。
“这个仓库建筑面积约为2.2万平方米，

建成后将成为全亚洲最大的立体物料仓
库。单根预制柱的长度为13米，横截面面积
为2.25平方米。”刘洋对比说，一根普通预制
柱的重量通常在5吨以下，这次单根预制柱的
重量接近80吨，在行业来看，几乎前所未有。
项目团队将采用JM-U套螺纹连接的干连接
方式，保证施工不受天气温度影响，加快安
装进度。

经过3年的技术积累，在京津冀区域，公
司已走在行业前列。

中铁建大桥局建筑装配科技公司仅仅
是我市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我市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助力实

现“双碳”目标——
目前，我市装配式建筑开工面积累计达

到1400万平方米，混凝土预制构件设计产能
达到257.5万立方米，钢结构设计产能达到79
万吨，装配式建筑研发、设计、生产、施工、检
测全产业链逐步完善，形成全面发展的良好
态势。同时，天津已拥有7个国家级装配式建
筑产业基地，天津市现代建筑产业园获住建
部批准，成为我市首个国家装配式建筑产业
基地（园区类）。

未来，装配式建筑将更加融入百姓生
活。市住房城乡建设委二级巡视员侯学钢表
示：“实现从建造到装修的装配式，是一个产
业链的全生命周期。如今，包括装修在内的
装配式建筑在不断推进，我市一些住宅项目
已开始应用。”

在智能建造方面，市住房城乡建设委正组
织滨海新区和静海区组建智能建造试点联合
体，共同申报建设智能建造试点城市，加快推
动建筑业与先进制造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
深度融合。借鉴天津市已有的12条重点产业
链实施方案，充分发挥试点区建筑工业化优
势，打造试点区“第13条产业链（建筑业）”，促
进建筑业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昨天下午，在2022年中国国际服
务贸易交易会上，天津东疆综合保税区融资租赁促进局与数
字货运平台满帮集团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整合资源，共
同探索并健全碳排放监测管理机制，推动公路货运领域首个
碳普惠平台的建设与落地，构建市场开放、资源共享、协调发
展的绿色供应链生态圈。

本报讯（记者 张璐）近日，天津信创安全中心在高新区海
洋科技园正式启动。信创安全中心是全国首个提供专业网络
安全、信创安全服务的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将以网络安全赋能
信创产业发展。截至目前，信创安全中心累计运营服务次数
已超过4000次。

信创安全中心以360数字安全能力赋能天津信创产业发
展为切入点，围绕“可信、安全、可控、可对抗、可存活”的信创
安全目标，提升天津信创企业的安全能力，帮助天津信创产业
实现体系化安全防御。

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崔同湘表示，高新区以“中国信创
谷”建设为抓手，全力打造有竞争力的信创产业集群，引育了
信创、网信安全产业上下游企业1000余家，形成从CPU到整
机终端到信息安全的信创全产品链条。

本报讯（记者 徐杨）近期国内多地
发生本土疫情，部分地区呈快速增长态
势，国际疫情仍在高位运行，疫情输入风
险持续存在，我市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
杂。中秋节将至，适逢秋季开学，人员流
动和聚集频繁，疫情传播风险加大。为
贯彻落实科学精准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
态化防控工作要求，确保中秋假期疫情
形势平稳，昨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
最新提示，中秋假期将严格来津返津管
控、严格落实离津管理、强化重点场所防

控、科学实施分类管理。
严格来津返津管控。来返津人员须持

抵津前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并执行抵津
24小时内“落地检”。来返津后，建议7日内
不聚餐、不聚会、不前往人群密集场所，不
探亲访友，推荐线上购物，必须外出时做好
个人防护，按规定进行核酸检测。各区要
持续加强社区网格化管理，强化疫情发生
地人员、入境人员、高风险岗位人员、解除
医学观察人员等的排查管理和健康监测。

严格落实离津管理。坚持“非必要不

离津”，特别是本土聚集性疫情期间，重点单
位人员应严格限制前往疫情发生地（即高/
中/低风险区、实施静态管理区域、7日内新
增新冠病毒感染者地区等及其所在县级行
政区域），非必要不前往上述地区所在地市；
常态化防控期间，非必要不前往陆地边境口
岸城市。

强化重点场所防控。高风险场所及设
有场所码的公共场所要开展核酸阴性证明
查验，科学设置查验通道，避免人群拥堵。
要加强风险职业人员健康监测、定期核酸检

测及个人防护要求，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
具要强化消毒清洁通风。

科学实施分类管理。交通场站码头、公
共交通工具要强化高风险人员排查及独立通
道引导等日常防控；宾馆、民宿等住宿类场
所要加强入住人员登记问询，严禁收住须隔
离或居家健康监测的重点人员；公园景区、
文娱健身场所等应科学设置最大承载量，采
取预约、错峰、限流等措施，减少人员聚集。
要加强新冠肺炎等重点传染病防控和安全
出游知识宣传，引导公众加强自我防护。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昨天，康希诺
生物公告，其吸入用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
苗（5型腺病毒载体）经国家卫生健康委提
出建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论证同
意，作为加强针纳入紧急使用，这也是全
球首个吸入用新冠疫苗。

康希诺生物吸入用重组新型冠状病
毒疫苗在肌注型腺病毒载体新冠疫苗的
基础上创新给药方式，用雾化器将疫苗
雾化成微小颗粒，通过口腔吸入的方式
完成接种。

康希诺方面表示，该吸入用新冠疫

苗于2021年3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药物临床试验批件，适应症为预防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所致疾病（COVID-19）。该疫
苗不仅能激发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还可
高效诱导黏膜免疫，实现三重保护，阻断感
染和传播。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
指挥部获悉，2022年9月3日0时至24时，
我市疾控部门报告新增22例本土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阳性感染者，确诊病例3例
（均为轻型），无症状感染者19例。

22例感染者中，6例为9月2日管控重
点人员筛查和非闭环管理重点人员筛查
发现，9月3日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中5
例为管控人员；16例为9月3日全域核酸筛
查发现，均为管控人员。（截至9月4日早8
时，9月3日全域核酸筛查已全部结束，全
市社会面未发现新增本土新冠病毒感染
者，发现的18例阳性感染者均为管控人
员，除上述16例外，另2例详情待报。）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最新提示

中秋假期非必要不离津

康希诺生物全球首个吸入用新冠疫苗在我国获批紧急使用

不用打针 口腔吸入完成接种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昨天夜间，我市再次经历雷雨大
风天气，今天，津城将以大风天开启新的一周。

昨夜，雷雨大风天气来袭，截至昨天22时，蓟州、宝坻、武
清、北辰、中心城区、东丽、宁河部分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阵雨，
平均降雨量为2.6毫米，最大降雨量为24.8毫米，出现在武清
区陈咀，中心城区降雨区平均降雨量1.8毫米，最大降雨量3.7
毫米，出现在河北区民权门。

受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有明显偏北风，阵风风力可达6到
7级，气温略有下滑。纵观本周天气，总体以晴和多云为主，周最
高气温在32℃左右，随着周内“白露”和中秋节的到来，早晚温
差逐渐加大。气象专家提醒市民，早晚需适当调节衣着，特别
是今天这种大风天气，户外出行要注意安全，谨防高空坠物。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初秋时节，
在宁河区的七里海湿地（东海）绿色芦
苇荡内、水塘里，经常能看到一群红棕色

的动物在觅食、戏水，这就是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麋鹿。10年间，在当地有关部门
的精心呵护下，麋鹿种群迅速扩大，由原来

的10只增加到目前的25只。
七里海湿地管委会顾问于增会告诉记

者，麋鹿是七里海湿地原有物种，考古发
现，过去这里有大量麋鹿生活，后来由于多
种原因逐渐消失。2011年经国家林业部批
准，宁河区从北京麋鹿苑引进 10 头麋鹿
（其中雄鹿3头，雌鹿7头），放养在七里海
湿地。当时，七里海湿地管理部门修建了
麋鹿饲养基地（占地 100亩），专门配备饲
养人员精心照看。

从2021年春季开始，经过专家论证和考
察，七里海湿地管委会将当年的21只麋鹿放
回到七里海湿地东海2.5万亩芦苇、水塘里，
让麋鹿自由生长。今年春天，4只小麋鹿出
生，目前已经可以跟随母鹿一起觅食。

七里海湿地巡护员韩宝亮介绍，他们在
东海巡护发现，现有的25只麋鹿分为了两个
群落，一个群落位于潮白河左堤中水位区，另
一个群落位于管理站附近的浅水位区，目前
都生长得很健壮。

天津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赵大鹏
表示，他们的研究团队将和七里海湿地管理
部门一起，加大七里海湿地野生动物保护合
作力度。

9月6日公仆接待日

市民有问题拨热线

放归2.5万亩湿地自由生长

七里海湿地麋鹿数量增至25只

通讯员 于增会 韩宝亮 摄

以大风天开启新的一周

提醒：早晚温差加大适当调节衣着

本报讯（记者 叶勇）日常生活中，
随份子已经成为人际交往的一部分，能
够增进双方之间的感情。但是，“随”不
好，也会给感情带来伤害。近日，东丽
区人民法院调解了一起因随份子“随”
出的纠纷。

袁某和姜某是好朋友。2019年，姜某
结婚，袁某在婚礼上忙前忙后，并随份子
1000元。今年年初，两人因琐事发生口
角，姜某一气之下将袁某联系方式全部拉
黑。袁某通过其他朋友联系到姜某，要求
其退还份子钱1000元，但姜某否认收过袁
某的份子钱。于是，袁某将姜某起诉至东
丽区人民法院。

承办法官张建岳介绍，经过多次调
解沟通，袁某、姜某由最初的情绪激动转
为冷静，通过对法律法规的了解和道德
层面的人情考虑，最终，姜某退还了袁
某400元。

张建岳说，随份子、随礼这种行为，从
法律层面上来讲，属于行为人单方的赠与
行为，一旦发生转移，法律并不支持予以
返还。但是，如果收礼的一方愿意主动退
回礼金，法律允许。

随份子“随”出官司

法官调解退还400元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从市疫情防
控指挥部获悉，为科学精准严防疫情反
弹，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再次更新近期区域
排查管控范围，涉及的相关人员应主动向
社区、工作单位等报备。

此次调整新增具有途经江西省吉安
市永丰县、峡江县，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
旗，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南明区、云岩区
的来津及返津人员实施抵津前48小时内核
酸阴性证明核验制度。7日内具有重点疫

情地区（除高风险区）旅居史的人员，实施
居家隔离医学观察（含同住人员）至离开
重点疫情地区满7日，前3日及离开重点疫
情地区满7日进行核酸检测，核酸检测阴性
解除管理。7日内具有高风险区旅居史的
人员按照现行政策执行。

新增具有途经吉林省长春市的来津及
返津人员实施抵津前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
明核验制度。7日内具有重点疫情地区（除
中高风险区）旅居史的人员，抵津后实施健

康监测3日，抵津24小时内进行1次核酸检测，抵
津后3天内完成两次核酸检测（间隔满24小时），
同住人员同步检测。7日内具有中高风险区旅
居史的人员按照现行政策执行。

新增具有途经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
州马尔康市、阿坝县的来津及返津人员实施
抵津前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核验制度。7
日内具有上述地区以外（除高风险区）旅居史
的人员，实施居家隔离医学观察（含同住人
员）至离开重点疫情地区满7日，前3日及离开
重点疫情地区满7日进行核酸检测（单人单
管），核酸检测阴性解除管理。7日内具有高
风险区旅居史的人员按照现行政策执行。

我市更新区域疫情排查管控范围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自9月5日6
时起，天津地铁3号线学府工业区站、高
新区站、大学城站，5号线昌凌路站、中
医一附院站、李七庄南站恢复运营。

地铁6座车站恢复运营


